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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为更
好地翻译宣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教
育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教育
部 组 织 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翻 译 的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英文版，已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
义》中文版于2020年7月出版，由导言
和九讲构成，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教
育思想的新境界，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英文版忠于原文原意，同时在表
现形式上适应海外读者阅读习惯，表
述准确、语言规范、行文流畅，有助
于读者深入了解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
发展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
容、实现途径，对深刻理解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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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新时代新征程教育新篇述评③

深山、高原、田野⋯⋯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都有上学
路。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在 14 亿
中华儿女的梦想里，人人都能放光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教育系统
坚定不移地“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坚
定不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普
及水平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机会进一
步扩大，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升。2021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2.93万所，
在校生2.91亿人；与2012年相比，学校
增加6300余所，在校生增加2800余万
人。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们一步
步向着美好教育的目标迈进。

这十年，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
兴的伟大篇章里，教育写下无限深情、
激昂的答卷。

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
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21年2月25日，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回望来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扶贫减贫进入攻坚拔寨的决胜时期，
党中央将“两不愁三保障”列为破除贫
困难题、消灭绝对贫困、迈向全面小康
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义务教育阶
段“一个都不能少”是其底线目标之
一，是党和国家作出的庄严承诺，直接
关系人民福祉。

“您是兰兰的父亲吧？我们来接
您的孩子回家上学。”这是一场跨越
3400 公里的劝返之旅，四川省凉山州
会东县工作组成员来到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库尔勒市，找到了辍学儿童兰兰
父母务工的工厂，接兰兰回归校园。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
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
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蜿蜒的
山路上，纵横的沟壑里，回荡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全国义
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台账建立之初
的约 60 万人降至 831 人，其中 20 万名
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长
期存在的辍学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2012—2021 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从

99.85%提高到 99.9%以上，初中阶段
毛入学率始终保持在100%以上，30万
以上人口县均设有特殊教育学校，适
龄 残 疾 儿 童 义 务 教 育 入 学 率 超 过
9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4%，
比2012年提高3.6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提高
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事业。要加快发展伴随
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
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
灵活的教育。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
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
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教育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的重
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我国综合国力显著
增强，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
出，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期盼孩子
能接受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这十年，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

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达到世界高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进入国际公
认的普及化阶段，教育总体发展水平
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这十年，幼有所育的理想照进现
实。2021 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 88.1%，比 2012 年提高 23.6 个百
分点，学前教育实现基本普及；全国普
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7.8%，
有效保障了绝大多数幼儿能享受普惠
性学前教育。

这十年，“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
一家”成为社会的生动写照。2020年，
全国及各省（区、市）高中阶段教育毛入
学率均达到90%以上，如期实现国家确
定的普及目标；2021年，全国高中阶段
教育毛入学率进一步提高到91.4%，比
2012 年提高 6.4 个百分点；2013 年至
2020年底，累计有800多万名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

“多亏了好政策，我才能到北京读
大学。”在中国农业大学就读的宁夏西
吉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谢非说。像他
一样，通过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

地区学生专项计划考入大学的，累计
有95万余人。

这十年，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
模高等教育体系，为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1 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达
4430 万 ，毛 入 学 率 达 到 57.8% ，比
2012年提高27.8个百分点。

提升全民族素质，与国家实现全
面小康脚步同频。

中西部教育是中西部发展的战略
内生力量，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西部
全面振兴大局，影响着我国高质量发
展全局。

十年来，发展最快的地区集中在
中西部和农村。全国新增幼儿园 80%
左右集中在中西部，毛入园率增长幅
度超过 30%的 13 个省份都在中西部；
10个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较低的中
西部省份，10年平均提高了17.02个百
分点，有的省份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

教育公平是教育事业以人民为中
心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

教育的发展和公平归根结底是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提高社会流动性的
关键之举。

十年里，“公平”与“质量”成为发
展的关键词。2021 年底，2895 个县级
行政单位均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99.8%的中小学
办学条件达到“20条”底线要求。这意
味着，义务教育实现了入学机会公平
和基本办学条件公平的伟大飞跃，形
成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和一体化发展
新局面。 （下转第二版）

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
本报记者 林焕新

“姑娘们，起床了！”“傻丫头，快点儿呗！”
清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园里响起一
个学生们无比熟悉的声音。夏去秋来，云南丽江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送走了第 12 届毕业生，迎来
新一届高一学生。

尽管已 65 岁，身患多种疾病，双手、颈背
贴满止痛膏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张桂梅还是坚持每天陪伴在学生身
边，手拿小喇叭催促学生起床、上课、吃饭、做
操。

长期扎根边疆教育一线，张桂梅曾目睹许多
女孩因家庭贫困等原因辍学。多年前一次家访路
上的偶遇，让她萌生了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
梦想。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呆坐在路边，忧愁地
望着远方。张桂梅上前询问得知，父母为了3万
元彩礼，要她辍学嫁人。张桂梅想带女孩走，但
女孩母亲以死相逼，她只能无奈放弃。

2008 年 9 月，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帮
助下，张桂梅终于实现了她的梦想，全国第一所
免费女子高中——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落
成开学。开学那天，望着学校唯一的教学楼，张
桂梅泪流满面。

华坪女高建校10余年来，张桂梅一直坚持住在学生宿舍。每天5点15分，
她起床为学生提前打开教学楼楼道的灯；白天学生上课时，她会到每个课堂都
转一遍，确保老师认真授课、学生认真听讲；学生吃饭时，她拿着小喇叭，督
促学生抓紧时间吃饭；深夜12点多查完宿舍，她才回到自己的单人床上⋯⋯

学校办学头几年，她还可以跟着学生跑操。但因长期过度操劳，她的身体
渐渐不堪重负。“学生低分进、高分出，女高的成绩是张老师拿命换来的。”华
坪女高教师朱蓉说。

除了在学校陪伴学生，张桂梅一直有寒暑假家访的习惯，几乎每一名女高
学生的家里都留下她的足迹。

如今，这样翻山越岭的家访已越来越艰难，因患有严重风湿，她的双脚肿
得连穿鞋都困难，有时疼得只能坐轮椅。今年1月放寒假前，同事们一次次劝
她，脚都肿成这样了，不如趁着假期好好休养一下。张桂梅嘴上答应好好养
病，可刚一放假，她就急急忙忙踏上家访路。

华坪女高 2014 届毕业生山启燕至今还清晰记得，张桂梅就是在家访的时
候，发现自己在街边摆摊卖甘蔗。“高三那年，我爸爸身体不好，家里很困
难，我就想背些甘蔗去镇上卖钱，没想到刚好被张老师撞见。”山启燕说，“自
那以后，张老师经常偷偷塞钱给我，告诉我不用担心家里的困难，专心学习。”

建校至今，华坪女高已有 2000 余名毕业生考入大学。“过去 10 多年，我
们最自豪的就是能把这么多大山里的女孩送进大学。”张桂梅说，许多女高学
生如今已大学毕业，成为教师、医生、军人、警察⋯⋯“祖国哪里需要，孩子
们就到哪里去。不管在哪条战线上，她们都能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让我感到无比光荣，又责任重大。”张桂梅说，
“我们要坚持做高山峡谷里的‘灯盏’，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为党和国家培养
更多人才，让党放心，让老百姓满意。”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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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庞明广

王安浩维

二十大代表风采

本报讯 （记者 周仕敏） 近日，
在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小
学六年级 （3） 班的教室里，学生们
正跟着视频学习英语。教师陆仕迪给
学生们放了一段视频，学生跟着视频
一边唱一边学。课堂环环相扣，全程
使用英文教学。

“在陆老师创设的轻松课堂氛围
中学习，我们不会感到任何压力，能
够畅所欲言。”该校学生廖曼晶说，
课堂上有许多的音频、动画等，这些
让她对英语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陆仕迪说：“自从使用了‘八桂
教学通’，我发现备课资源更丰富
了，课堂更活跃了，师生之间的互动
更多了。”

一块块屏幕展现大千世界，一根
根网线连起城乡课堂。这是广西为加
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覆盖
作出的努力。近年来，广西以实施国
家课程数字教材及应用服务项目为抓
手，建设“八桂教学通”平台，为广
西中小学教师提供基础性数字教材及
资源服务，初步构建高校中小学数字
资源公共服务体系，优质教育资源城
乡普惠共享正在成为现实。

农村教师使用信息化技术教学得

心应手，得益于广西实施中小学教师
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完成广西中
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全员培训。课
堂里面的音频、视频、点读练习等均
来自“八桂教学通”的资源，“八桂
教学通”成为教师课堂上的得力助手，
为学生带来更多形式的课堂教学展
示。数字教材中的图片动画呈现，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轻松而有趣味。教
师使用数字教材，结合情景进行训练，
可以营造出积极主动、生动活泼的课
堂气氛，促使学生集中注意力，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龙胜是桂北山区的一个小县，全
县 17 万人，全县中小学 （含教学点）
100%接入互联网，各类数字教学资
源平台在全县中小学的全面应用点燃
了教师们的教学智慧，提高了课堂教
学效果。该县教育局副局长吴松菊介
绍，龙胜县秉承山区“小财政”办惠
民“大教育”的理念，多方筹集资
金，投入 2000 多万元进行信息化建
设，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及教育装备得
到提升，实现宽带网络班班通及交互
式智能一体机全覆盖，“专递课堂”
设备惠及教学点。

目前，广西教育网骨干网已全面

建成，14个设区市实现专线教育网络
互联互通。统筹建成广西中小学云课
堂平台，推动名师名校资源的生成、
汇聚和共享。

广西教育厅信息化处处长魏莹莹
告诉记者，自治区实施数字资源及应
用服务项目，是政府加强资源供给的
重要举措，希望能推进数字资源规模
化、常态化运用。一方面，边远地
区、农村地区薄弱学校学生能共享优
质资源；另一方面，教师充分利用数
字资源开展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创
新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
果，在运用资源的过程中，信息技术
业务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促进了教师
专业发展，提高了教学质量。

近年来，广西将教育信息化建设
任务纳入市县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
考核评价，每年统筹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用于市县
补齐建设短板，中小学信息化教学环
境实现基本普及。截至目前，广西中
小学 （含教学点） 宽带网络接入率达
100%，多媒体教室的学校覆盖率达
100%、班级覆盖率达到 98%以上，
师生用计算机等信息化终端设备满足
日常教学需要。

广西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力促优质资源普惠共享

“资源更丰富了，课堂更活跃了”

张桂梅与学生交谈 （2021年8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10 月 9 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实验幼儿园民族团结小课堂上，
老师给小朋友们讲民族团结小故事。近年来，该县在中小学、幼儿园中开设民族
团结小课堂，培养小朋友从小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感。 胡攀学 摄

民族团结小课堂

【新闻·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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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幸福路
越走越宽

【高教周刊】

➡➡➡ 详见第五版

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
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高教周刊·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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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魂兼备推动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